
編號 球隊/學校 姓名

1 / 蔡慧勤

2 / 楊溢希

3 / 冼美嘉

4 / 譚卓翹

5 / 黃靖恩

6 / 林卓盈

7 / 劉希賢

8 / 李嘉瑩

9 / 黃珈怡

10 / 余姵玲

11 / 李玫瑩

12 / 馬子晴

13 / 劉心翹

14 / 顏昕

15 / 陳冬怡

16 / 黃凱晴

17 / 戴卓彤

18 / 蔡汶萱

19 / 盧鈺恆

20 / 賴海琳

21 / 譚鈞怡

22 / 鍾曉晴

23 / 駱晴

24 聖母玫瑰書院 LEE SZE WAI

25 寧波公學 劉穎童

26 寧波公學 呂衍樂

27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田美儀

28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羅靖榕

29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張聆山

3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黃冬琳

31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黎曉程

3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鄒綽盈

33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許雅喬

3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薜詠欣

3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黃卓怡

甄選日期: 2018年 11月13日 (二)

甄選地點: 港島東體育館 

報到時間: 6:30pm　

甄選時間: 7:00pm

※請各參加者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並換好整齊運動服裝於上述日期及報到時間報到。

香港籃球總會 - 2018女子 (U16) 發展隊 甄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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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德蘭中學 王巧盈

37 德蘭中學 王巧彤

38 德蘭中學 黃端茵

39 英華女校 黃婧霖

40 英華女校 張予恩

41 英華女校 何熙睿

42 英華女校 孫嘉怡

43 英華女校 鄧羨彤

44 / 嚴迪欣

45 / 馮凱琳

46 / 施宛彤

47 / 黃英喬

48 / 何珮琪

49 / 黃梓君

50 / 白穎琳

51 / 廖心頌

52 / 白諾韻

53 / 陳樂晴

54 寶覺中學 黃小婷

55 寶覺中學 葉慧琳

56 寶覺中學 曾紫珊

57 寶覺中學 蔡可盈

58 寶覺中學 楊梓玄

59 寶覺中學 梁珮瑜

60 寶覺中學 吳燕玲

61 寶覺中學 曾𨥈瑤

62 寶覺中學 游斯行

63 寶覺中學 蔡卓琳

64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鄧裕盈

65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圓兒

66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毛淶

67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梁穎詩

68 拔萃女書院 鄧海楹

69 拔萃女書院 温栢曦

70 拔萃女書院 趙瑋晴

71 拔萃女書院 黃倚晴

72 拔萃女書院 林樂兒

73 拔萃女書院 温栢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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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拔萃女書院 許穎喬

75 拔萃女書院 史書

76 沙田崇真中學 葉綺蕾

77 沙田崇真中學 莫欣叡

78 / HUI NGO YAU

79 / WONG CHING YEE

80 / WONG HO WING

81 / LUI NIM TO

82 / WONG HIU WING

83 / LAM CHING

84 / 鄭藹琳

85 / 陳子晴

86 / 李凱倫

87 聖保祿中學 陳彥穎

88 Delia memorial school(broadway) SHELYNI

89 港大同學會書院 駱卓穎

90 港大同學會書院 黃松寧

91 港大同學會書院 鄭心悅

92 港大同學會書院 陳詩琪

93 港大同學會書院 李玟瑩

94 / 李旼禧

95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陳巧晴

96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樊詠詩

97 荔景天主教中學 LAM CHEUK LIN

98 荔景天主教中學 PUN WING YAN

99 荔景天主教中學 CHOI TZE YAN

100 佛教黃鳳翎中學 倪智恩

101 佛教黃鳳翎中學 倪美恩

102 佛教黃鳳翎中學 陳楚翹

103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凱盈

104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浠渝

105 悠悠 CHUN YU MEI

106 悠悠 TAM CHEUK KEI

107 悠悠 WONG WING SZE

108 悠悠 TSANG PAN CHAI

109 悠悠 田詠彰

110 HKUGA COLLEGE 柯奕卉

111 裘錦秋中學(葵涌) 何頌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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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潘柏澄

11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潘曉琳

11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翁倩如

11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鄭天慧

116 Pooi To Middle School SO HOI CHING

117 Sha Tin College 黃瑋晴

118 滙基書院 招綺婷

119 滙基書院 梁雅雯

120 滙基書院 鍾敏思

121 滙基書院 關詠儀

122 滙基書院 何碧雯

123 賽馬會體藝中學 傅英琪

124 賽馬會體藝中學 梁詠鈊

125 賽馬會體藝中學 吳依蓁

126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韓宗容

127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張恩熙

128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楊映彤

129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羅昫望

130 寶血女子中學 余靖琳

131 寶血女子中學 李如殷

132 寶血女子中學 施詠姿

133 寶血女子中學 黎寶珠

134 迦密中學 米靖言

135 迦密中學 盧樂兒

136 迦密中學 鄧昕

137 迦密中學 羅慧盈

138 迦密中學 陳溥亭

139 迦密中學 賴稟禧

140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黃卓妍

141 / 林普茵

142 嘉信 馮若

143 嘉信 馮般

144 嘉信 PUN ANISHA

145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施詠軒

146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郭梓鈴

147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蘇嘉欣

148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鄧梓桐

149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張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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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何穎姿

151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尹嘉寶

152 基督教崇真中學 譚恩霖

153 永青 羅天心

154 永青 林靖

155 永青 吳芊瑤

156 永青 馬希婷

157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黃文禧

158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李欣翹

159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黃秀玲

160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陳綺婷

161 民生書院 陳嘉欣

162 民生書院 尹恩諾

163 民生書院 鄭宇澄

164 民生書院 霍芷澄

165 民生書院 鄧悠悠

166 林大輝中學 梁芷甄

167 林大輝中學 馬嘉琪

168 林大輝中學 黃嘉詩

169 中文大學校友會聯誼會陳震夏中學 徐子婷

170 中文大學校友會聯誼會陳震夏中學 蔡曉瑩

171 中文大學校友會聯誼會陳震夏中學 黎敏婷

172 中文大學校友會聯誼會陳震夏中學 林莛芯

173 浸信會永隆中學 陳樂如

174 浸信會永隆中學 關海珮

175 浸信會永隆中學 邱勵融

176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LI YUEN YING

177 靈峰體育會 馮倪

178 靈峰體育會 冼麗申

179 靈峰體育會 李霆欣

180 靈峰體育會 余曦敏

181 漢華中學 呂曉嵐

182 漢華中學 梁浠悠

183 漢華中學 李苑姍

184 / 黃佳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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